
僑生先修部







僑生先修部 僑生來台升讀大學

科技大學 一般大學

3+4 僑生先修部



1. 時間不同：四年vs兩年

2. 學位不同：學位文憑vs學院文憑

degree     diploma

3. 目的不同：理論知識vs一技之長

4. 興趣不同：升學vs就業

僑生先修部 就讀大學與海青班之區別



•科技大學：臺灣技職教育的最高層級教學機構

1.重實作、寒暑假實習

2.與企業合作

→如：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西餐廚藝、中餐廚藝、旅管管理…

→大學文憑、基礎紮實、就業率高

僑生先修部 如果你對技術、實作有興趣…



僑生先修部介紹

關於僑先部



僑先部前身為「僑大先修班」，創設於西元1955年。
西元2006年3月與臺灣師範大學整合。

目前是臺灣唯一辦理僑生升讀大學之先修教育學府。
協助僑生完成大學先修教育後，分發至臺灣各大學校
院。

僑生先修部 簡介



僑生先修部

1. 理想的大學

2. 奠定大學課業基礎

3. 補學歷(緬十班)

4. 提升華語文能力

春季班
 半年制

 二月入學六月
結業

 馬來西亞

秋季班
 一年制

 九月入學、
六月結業

 華語加強班：以
英文輔助教學

特輔班

 兩年制

 一年後讀秋季班

 緬甸十年級生、
加強華語者

勇敢逐夢的地方



僑生先修部 類組及修讀科目說明

第一類組(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 

大學主修文、法、商、傳播、教育、輔導、藝術等

第二類組(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大學主修電子、電機、機械、工程等

第三類組(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大學主修醫、牙、藥、獸、體育、農、心理

 師資均為知名大學的碩博士，師資優良且對學生極為關懷照顧。



僑生先修部 多元升學管道

個人申請

（每人至多可選填4個校系）

聯合分發

（每人至多可選填70志願）

11~12月 5~6月



(一)優質完善的個人申請輔導制度：
專業老師指導同學準備審查資料，
並擇優給予推薦信。

(二)高錄取率：高達六成以上

僑生先修部
2019僑先部結業生
個人申請錄取國立大學之情形

學年度 104 105 106 107

申請人數 277 305 239 196

錄取人數 164 206 165 125

錄取率 59% 67% 69%

學校名稱 錄取名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8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5

國立臺北大學 4

國立交通大學 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

國立中興大學 2

國防醫學院 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2

國立臺灣大學 1

國立屏東大學 1

國立高雄大學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



※第三類組分
發：醫、牙、
藥、中醫、獸醫
比例

僑生先修部
2019年各類組分發情況
~~人人有學校，夢想實現

國立大學, 

68.48%

國立科大, 

10.30%

私立大學, 

18.79%

私立科大, 

2.42%
一類組

國立大學, 

84.44%

國立科大, 

13.33%

私立大學, 

2.22%

私立

科大, 

0.00%

二類組

國立大學, 

45.45%

國立科大, 

5.45%

私立大學, 

48.18%

私立科大, 

0.91%
三類組

醫學系, 

17.09%
中醫學系, 

2.56%

牙醫學系, 

5.98%

獸醫學系, 

5.98%

藥學系, 

14.53%

其他, 53.85%



姓名 畢業中學 個人申請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備註

柳○娟 臘戍聖光中學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嘉義大學企管系

羅○蕊 臘戍聖光中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秋季班(改分發)-黎明技術學院服設系

晏○輔 臘戍聖光中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東華大學特教系

陳○乙 臘戍聖光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
語文學組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嘉義大學歷史系

李○鳳 臘戌聖光中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
位學程

秋季班

李○蕊 臘戌果文中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秋季班

匡○國
緬甸密支那育成學
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秋季班(改分發)

陳○涓 黑猛龍中學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系

周○陽 曼德勒孔教學校 國立屏東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秋季班

王○玲 曼德勒孔教學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管系

張○權 曼德勒孔教學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嘉義大學企管系

僑生先修部
2019僑先部
緬甸同學個人申請榜單



姓名 畢業中學 個人申請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備註

蔡○懷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

鄺○珠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互動設計系視覺傳達設計組 秋季班(改分發)

孫○歡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秋季班(改分發)-輔仁大學會計學系

董○瑛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系

張○旺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教
育組

秋季班

楊○玉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秋季班

張○銀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秋季班(改分發)-輔仁大學英文系

何○香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莫○怡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成功大學臺文系

張○菲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莫○招 密支那育成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
教育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清華大學藝設系

僑生先修部
2019僑先部
緬甸同學個人申請榜單



姓名 畢業中學 個人申請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備註

伯○玉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嘉義大學經濟系

尹○明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 秋季班(改分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晏○徵 眉苗佛經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生活
教育組

秋季班

張○蘋 並伍倫年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秋季班(改分發)

何○萍 年多中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秋季班

段○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秋季班(改分發)

段○磊 仰光德貢區第一高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尹○文
仰光肯馬育國立第二高
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黃○珍 VEC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陳○敏 VEC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緬十班升秋季班

林○強 NO(2)B.E.H.S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楊○漢
KHINJE KYAW 
PRIVAIE SCHOOL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柏○國
KHINE KYAW PRIVAYE 
SCHOOL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王○杰
C.A.E PRIVATE HIGH 
SCHOOL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緬十班升秋季班

僑生先修部
2019僑先部
緬甸同學個人申請榜單



姓名 畢業中學 結業後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王○賢 KMC EDUCATIAN LENTER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馬○銀 孔教學校 長庚大學 醫學系

劉○盈 孔教學校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歐○○霞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楊○錦 年多中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明○國 年多中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王○培 並伍倫年多中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孫○璽 果文中學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楊○祝 果文中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李○泰 果文中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羅○達 果文中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僑生先修部
2018僑先部
緬甸結業生分發成效



姓名 畢業中學 結業後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楊○菊 眉苗佛經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李○帥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王○圓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組

趙○茹 貴概猛穩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余○涵 黑猛龍中學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楊○蘭 臘戌黑猛龍中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余○涵 臘戌黑猛龍中學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趙○蓉 臘戌黑猛龍中學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僑生先修部
2018僑先部
緬甸結業生分發成效



姓名 畢業中學 結業後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江○成 IISY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黃○英 東枝國立第四高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寸○福 HSU 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寸○發 B.E.H.S14&VEC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楊○長
WINNERS ACADEMY PRIVATE 

HIGH SCHOOL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熊○綉 B.E.H.S2KAMAYUT 國立臺北大學 會計學系

張○天 CAE HIGH SCHOOL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巫○皓 B.E.H.S1DAGON 淡江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僑生先修部
2018僑先部
緬十班結業生分發成效



姓名 畢業中學 原分發大學 原分發科系 結業後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王○展
EASTERN OF 

YANGON 
UNIVERSITY

華梵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馬○亞 孔教東區學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會計系 → 實踐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臺北)

穆○嬌 並伍倫年多中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楊○芳 明德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穆○欣 東枝果文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

文學組

毛○鸞 東枝興華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楊○昌 東枝興華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王○維 果文中學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李○敏 眉苗佛經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
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設計系商設組

劉○彬 眉苗佛經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
理學系觀光休閒組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

文學組

僑生先修部
2018改分發僑先部
緬甸結業生分發成效

1)至海聯會下載填寫「改分發申請書」

2)將填妥之申請書於8月31日前傳真至海聯會



姓名 畢業中學 原分發大學 原分發科系 結業後分發大學 分發科系

孫○本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陳○萍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 →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劉○菁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金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

設計組

李○成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聯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孟○香 密支那育成學校 台灣首府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應用華語

文學組

徐○健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金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何○豔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楊○建 密支那育成學校 長榮大學 美術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胡○瑜 密支那育成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 → 國防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良 華興中學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李○興 貴概猛穩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僑生先修部
2018改分發僑先部
緬甸結業生分發成效



成績前段：直升台灣的大學

成績中段：拼國立、更好大學

成績後段：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改分發

自願選填

僑先部名額多、緬甸同學競爭力強→勝率高、有優勢

僑生先修部 擁有更多機會



關於僑先部

僑先部提供的其他協助？



設有「升學輔導」辦公室，升學輔導教師針對個

別同學之問題給予專業性的指導。

僑生先修部 優質完善的升學輔導制度



分發制度說明會 個人申請科系
說明會

填寫志願說明會

僑生先修部 定期舉辦升學輔導講座

107年9月14日 108年4月30日107年10月30日



師大一日頂尖大學參訪活動

國
防
醫
學
院
參
訪
活
動

僑生先修部 校外參訪活動

逢甲大學參訪
-水火箭體驗製作

(上)臺北基督學院參訪
(下)中原大學參訪



僑生先修部 大學博覽會每年3月舉辦



關於僑先部

僑先部獎助學金



• 全年費用：約新台
幣70,000元
~75,000元，美金
約2,300元~2,500
元，緬幣約310萬
元～340萬元。

僑生先修部 學雜費用



緣起

香港倫景雄先生及夫人，成立龍門勵
學基金會，曾到緬甸參訪，十分關懷
緬甸學生，希望幫助來台就讀的清寒
同學，跨出一步改變自己，用教育翻
轉命運，學得一技之長，將來可以順
利就業或創業、貢獻社會。

107學年起臺師大僑先部成立

「龍門勵學基金會緬甸學生獎助

學金」，希望培養緬甸籍僑生參

與服務學習，擴充學習領域，補

助其生活所需，俾其安心向學，

養成獨立自主。另為培養具有國

際觀及領導統御能力的緬甸僑生

成為未來領袖人才。

僑生先修部 龍門勵學基金會獎助學金說明



僑生先修部 僑先部獎助學金一覽表

序號 項目 辦理日期 名額 每名金額

1 學習扶助金 ~ 約70 每月4,500

2 印尼梁世楨先生獎助學金 2/18-3/4 6 12,000

3 春季班清寒僑生助學金 2/19-3/5 依核准數 每月約3,000

4 台北天后宮營養午餐補助 2/18-3/4 30 每上課日60元餐券

5 印尼梁世楨先生獎助學金 5/6-5/17 6 12,000

6 僑委會優秀清寒獎學金 5/6-5/17 15 5,000

7 僑務委員會結業優秀學生獎品 結業典禮前 依核定數 約2,000元

8 教育部結業優秀學生獎品 結業典禮前 依核定數 約1,000元

9 學業優勝獎 結業典禮前 視經費 (教務組)

※辦理日期如有更動，將以公告為准。

※107學年度適用



關於僑先部

僑先部活動及生活照顧



• 學生一律住校，並配有冷氣，學習團體生活。

• 合格廠商駐校提供學生健康伙食。

• 健康中心設有校醫及專任護士。

• 專責人員維護校園安全。

宿舍寢室書桌 健康中心診療室 學輔中心諮商室

僑生先修部 全方位的生活照護



僑生先修部 僑先部重要年度活動

春節祭祖
Ancestor Worship

Jan
1

歌唱比賽
Singing Contest

Apr
4

國際文化日
Culture Festival

Oct
10

運動會
Sports

Competition

Nov
11



關於僑先部

僑先部報名方式



1.入學基本條件：申請學生須最近連續居留
緬甸6年以上(但申請就讀國內大學醫學、
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最近連續居留年限
為8年以上)。

2.入學途徑：一律參加「臺灣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辦理之海外招生。

3.繳交證件：請見「臺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簡章

僑生先修部 報名資格、方式、證件



僑生先修部 報名文件、時間、地點

秋季班：
取得高中三年級畢業證書及高中三學年成績
單正本

申請時間：每年11月至12月
申請地點：緬甸地區設有高中部之華文
學校（保薦學校）。

改分發至僑先部，放榜後到8月31日前，
至海聯下載改分發申請書，填完後傳真或
mail至海外聯招會即可。



僑生先修部 報名文件、時間、地點

緬甸十年級特別輔導班：
取得緬甸高中十年級畢業證書(或其他可證明
緬校高中十年級修業完畢之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學年成績單正本、英文譯本。

申請時間：每年3月15日至4月30日

申請地點：緬甸地區設有高中部之華文學
校（保薦學校）。



僑生先修部 Q&A

Q&A



人生有夢希望相隨
僑先部陪你一起圓夢



僑生先修部 Q&A

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一起討論哦！
或至僑先部網站、海聯會網站查詢。

僑先部QRcode 海聯會QRcode僑先部FB QRcode



僑生先修部 Q&A

ID:eric69236923ID:F614705255


